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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地理信息系统得到了广泛应用,为测绘工程经营管理科学化、现
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文首先对地理信息系统进行简要概述,然后分析了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功能,
最后提出了地理信息系统在工程测绘中的具体应用,以期为相关行业人员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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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has been widely used, which provides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scientific and modern
management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projects. This paper first gives a brief overview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then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func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nd finally
propos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in engineer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related industry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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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理信息系统在工程测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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